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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闰土股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37 

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

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除下列董事外，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

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二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简介 

股票简称 闰土股份 股票代码 002440 

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刘波平 王燕杰 

办公地址 
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市民大道 1009 号财

富广场 1 号楼闰土大厦 

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市民大道1009号财富

广场 1 号楼闰土大厦 

电话 0575-8251 9278 0575-8251 9278 

电子信箱 latigid@126.com runtu7211@163.com 

2、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□ 是 √ 否 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2,265,268,848.03 3,268,171,739.93 -30.69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375,356,836.46 827,454,755.69 -54.64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的净利润（元） 
189,904,049.31 626,564,603.33 -69.69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元） 1,215,756,907.13 1,220,150,470.24 -0.36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33 0.72 -54.17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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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33 0.72 -54.17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.28% 10.22% -5.94%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

减 

总资产（元） 10,627,652,538.81 10,910,713,769.79 -2.59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元） 8,758,663,927.26 8,775,344,168.56 -0.19% 

3、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

单位：股 

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0,360 
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

股股东总数（如有） 
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
质押或冻结情况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张爱娟 境内自然人 16.73% 192,454,893 0   

阮静波 境内自然人 15.76% 181,331,054 135,998,290   

阮靖淅 境内自然人 5.58% 64,151,863 0   

阮加春 境内自然人 5.12% 58,957,763 44,218,322   

中央汇金资产

管理有限责任

公司 

国有法人 3.37% 38,776,050 0   

香港中央结算

有限公司 
境外法人 1.64% 18,858,599 0   

徐万福 境内自然人 1.11% 12,742,412 9,556,808   

嘉实基金－农

业银行－嘉实

中证金融资产

管理计划 

其他 1.05% 12,098,850 0   

阮华林 境内自然人 1.05% 12,070,000 0   

华夏基金－农

业银行－华夏

中证金融资产

管理计划 

其他 1.05% 12,059,550 0  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

的说明 

阮静波、张爱娟和阮靖淅为控股股东，阮加春是阮静波叔叔，张爱娟为阮静波母亲，阮靖

淅为阮静波妹妹。其他股东之间未知关联关系。 

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

明（如有） 

报告期末，在公司获悉的股东名册中，未发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情况的记

录。 

4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。 

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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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 

6、公司债券情况 

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

否 

三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

1、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

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

否 

报告期内，受新冠疫情影响，春节过后，公司及下游纺织印染企业复工时间延后，公司的正常生产经

营活动受到影响。公司在政府的统一部署下，及时成立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和工作组，积极有效开展疫情

防控期间的复工复产工作，并取得了切实成效。随着新冠疫情在国外持续爆发，纺织服装出口受到打击，

下游纺织印染企业信心不足，公司主要产品价格疲软，价格和销量同比下滑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,265,268,848.03元，同比减少30.69%；实现营业利润451,544,226.61元，

同比减少40.53%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5,356,836.46元，同比减少54.64%。 

2、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（1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

√ 适用 □ 不适用  

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

（1）将现行的收入准则和建造合同准则统一为一

个收入确认模型。（2）以“控制权转移”取代之前的

“风险报酬转移”作为收入确认判断标准。（3）对于

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

的指引。（4）对于某些特定交易（或事项）的收

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。（5）调整资产负

债表部分列报项目，具体如下：新增与新收入准则

有关的“合同资产”、“合同负债”项目。  

经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召开

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

审议通过 

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当年年初财务报

表相关项目的影响金额及调整信息如下：

公司2020年1月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预收

款项调整减少34,369,264.53元，合同负债

调整增加34,369,264.53元；母公司资产负

债表预收款项调整减少24,248,689.15元，

合同负债调整增加24,248,689.15元。  

 

（2）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。 

（3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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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阮静波 

  2020年8月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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